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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城教會小組查經資料   6/5/2020   

專題: 喜樂的福音    （組長版） 

      

I. 查經預備資料:    彼得前書 1:1-12 

I. 本書的作者與主題—請看後面附錄資料 

2. 分段:  

   1-2 前言—問安 

   3-7  活潑的盼望—重生的人可以得到天上永存的基業，只是在地上要受信心的試驗 

   8-12 喜樂的福音—基督的福音是藉聖靈傳給人，能使人愛神並滿有屬添的喜樂 

3. 前言—問安 

   (1) 在小亞細亞五個羅馬行省的寄居者，暗指基督徒在世上為寄居者。 

   (2) 我們得救是出於，天父的揀選，聖子的血灑，聖靈的成聖。   

4. 活潑的盼望— 

   (1) 重生的真義: 悔改接受主寶血潔淨(來 9:22；10:19-22；彼前 1:2) 

                   被聖靈生出而非自力(約 3:3；5；7-8) 

                   人沉睡的靈甦醒過來(弗 2:1:詩 23:3) 

                   基督永恆新生命誕生(林後 5:17；羅 7:22)  

                   神的道改變我們心思(雅 1:18；彼前 1:23；結 36:26-27) 

   (2) 永存的基業: 因血緣而得的產業，是不能朽壞，不能玷汙，不能衰殘。 

   (3) 火煉的信心: 真信心乃是，被苦難熬煉過的信心，不斷連接於主才寶貴，面對基

督審判的憑據  

5. 喜樂的福音— 

   (1) 出自於新生命的愛，因信而有的大喜樂，和靈魂得救的確據。 

   (2) 舊約先知所得的有關彌賽亞之預言，說明基督要受苦和得榮耀。 

   (3) 聖靈感動人去傳福音，也感動人接受，天使也在觀看(林前 4:9)。 

 

 

II. 專題討論資料: 喜樂的福音     （組長版） 

1. 上兩個主日的信息中有沒有提到福音嗎？ (彼前 1:1-12)  

   a.甚麼是福音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神給人的禮物。主要有那四大內容— 

     神愛你，為你有個一生的計畫(約 10:10) 

     人有罪，所以不認識神也不知這計畫(羅 3:23)  

     有耶穌，祂為人付出罪的代價使人可以為天父接受(羅 5:8) 

     接受祂，罪得赦免與神建立父子的關係(約 1:12)  

   b.重生是什麼意思？為何是這麼重要？ 

     參考上面答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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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如何向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傳福音？ (湖泊莊，葡萄園) 

   a. 問題為何在？身為晚輩？大環境？自己膽怯？ 

   b. 自己的見證與預備—自己信主之後有沒有改變？有沒有每天迫切的為家人禱告？有

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要傳福音？有沒有準備好要如何講福音，機會來了就抓住？

(彼前 3:15) 

   c. 可以用的方法—寄書或聖經，雜誌和媒體影片，介紹基督徒朋友去看望，視頻直接

對話，…… 

   d. 請分享成功和失敗的見證。   

3. 在國際不和睦中如何向人傳福音？ (安德森)  

   a. 中美關係斷裂之影響—對中國人的仇視越來越增加，許多國內的消息錯誤，一些同

事朋友喜歡採取某種政治立場，對基督徒採取敵視態度。 

   b. 神要我們做和平之子(弗 2:17)—保持中立，盡量避免被捲入爭執中，寧可讓步認

輸，保持信仰的超越性(天上與地上的區別)。 

   c. 可以用的方法—轉移話題到共同的觀點，歸罪給撒旦。 

4. 為何傳福音這麼的迫切？ (喜鵲組)  

   a. 沒有太多機會—人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(路 12:16-21) 

   b. 世界的末期要到—(太 24:3-14)今天比昨天更離主來的日子近了一步。 

 

5. 大家輪流提出代禱的事項，每個人為左手邊的人所提事項禱告。結束   

 

 

III.帶領查經的人請注意：   

1. 請先查考主題的經文，再預習討論的問題，並查考其中的經文。   

2. 閱讀第二部分要帶領查經的問題，思考，寫出自己的答案。   

3. 帶領時，講解主題經文的時間不要太長，15-20分鐘，主要部分帶過就可以。   

4. 討論題目應當分配好時間，三題每題約 15-20分鐘，要大家分享。  

5. 最後一定要有分享禱告時間，大約 15-20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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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附錄: 

1. 簡介: 彼得前後書 

    本卷書是講國度的福音，就是基督徒被稱義後成聖的生活；意志上決定要跟從神，感情

上愛慕神，心思裡想念天上的事情，甘願獻上自己當作活祭，一生向己死，向神活，並且

盼望在將來千年國度中與基督一同作王。靈的得救是一次永遠的，是出於神 的恩典，人

付不出任何代價。魂的得救是一生漫長的客旅寄居的年日，需要天天奉獻自己，背起自己

的十字架來跟從主，甚至獻上自己的性命。體的得救是一瞬間，不出任何代價。主耶穌基

督是我們魂的牧人(彼前 2:25)， 必使我們的靈魂體全然成聖。我們所負的責任，就是要一

生跟從主 。 

 

     書的作者是使徒彼得，是主耶穌十二門徒中最敢言敢行的一個，所以常常成為他們當

中的領袖，聖經中四次排列十二使徒的名字，彼得的名字都是列在第一。他為職業漁夫，

父親名叫約拿（太 16:17;約 1:42;21:15），居迦百農（太 4:13,18）。他的生平事跡可分為三

個時期︰ 

(1) 受訓時期--自蒙召跟從主三年的學習工作，至五旬節受聖靈的洗。他三次蒙主呼召（約

1:41-42；太 4:18-22；路 5:1-11），被主改名為彼得(磯法)，就是「盤石」的意思。他被揀

選為十二使徒，成為三個與主親近的人之一。曾經在主耶穌被釘十架前出賣祂，又蒙赦

免。基督復活後向門徒顯現後，他有十足的改變。 

(2) 在耶路撒冷工作時期（徒 1-15 章）--彼得是首先公開布道者（徒 2:14-42），首先行神

跡者（徒 3:1 -10），首先懲罰罪者（徒 5:1 -11），首先對公會人為主作見証者（徒 4

章），首先對外邦宣道者（徒 10 章）。曾如他的性格，總是走在前面。 

(3) 游行布道時期（加 2:11;林前 9:5;彼前 5:13）--此時聖經中只提及他數次，似乎已年老退

休，而周游布道。據教會傳統說法，他是在尼祿王迫害教會時，與保羅同在羅馬殉道，被

倒釘于十字架而死。 

 

    本書的寫作地點，根據彼前 5:13 是在巴比倫，那時有西拉與馬可與他同在，大約是主

後六十五年前後。當然那時他不可能去到巴比倫，一般認為巴比倫是羅馬城的代稱，因為

當時羅馬皇帝十分專制，信徒不願直接提及羅馬，而以「巴比倫」代替。書中提及馬可，

為此說之佐証，因為那時保羅也在羅馬，而保羅的書信中也提到馬可在羅馬（提後

4:11）。 

 

    本書寫成的原因和目的，是為當時信徒稀少，散居各地，處境非常困難，生活貧窮而又

常受反對者毀謗、誣控和迫害（彼前 2:12;3:16）。教會初期時，迫害多半出於猶太人的仇

視和嫉恨，羅馬政府反倒對教會不大注意，只不過當作是猶太教的一種派別而已。後來，

由於反對者惡意造謠，羅馬政府漸漸懷疑教會是一種圖謀反叛政府的組織，因而橫加干涉

和攻擊。所以當時信徒處在一個受敵視的環境中，經常受人的恐嚇、誣告、審訊、逼害，

如本書的 1:7;4:12-13，所謂「火的試練」正是當時信徒處境的縮寫。彼得知道信徒的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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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便寫信派西拉（彼前 5:12）帶去安慰他們，並勸勉他們忍耐、信服主，不灰心，要在

不信者面前表現聖潔的生活，並效法主的榜樣（彼前 2:12-25;4:1 ）。 

 

    本書的收信人是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家、亞西亞、庇推尼五地區的信徒。該五個地

區是屬羅馬的五個行省，就是現在的土耳其。按 1:18-19;2:5,8,10 看來，受書人多半是外邦

的信徒。 

 

    本書的主題是，在苦難中的盼望──詳論信徒如何在苦難中度居生活，盼望天上的家

鄉。彼得所以被稱為盼望的使徒，就是因他的書信中多講到盼望。實際上安慰受苦之人的

最好方法，就是使他有盼望。本書和保羅以及其他人的書信比較，保羅的書信多講福音，

顯然是站在外邦使徒的立場；雅各書信中未提到福音而注重道德與行為，顯然是站在猶太

人的立場，因他是耶城教會的領袖，兩者代表真理的二方面，信心與行為的並行。但本書

則居于此二者之間的地位上；因信中注意信徒實際的生活、道德行為等真理不下於雅各

書，而講論福音要道亦不下於保羅之熱忱，故本書可謂具猶太人的背景講基督教的福音。 

 

    本書有一些獨特的信息是其他書信沒有提及的。例如，「救恩為天使所察看的」（1:9-

12），「基督的寶血」全聖經只有這一次（1:18-19），「基督是活石，信徒也像活石被建

造成靈宮」（2:4-8），「信徒蒙召原本就是為行善而受苦」（2:21;3:9），「基督曾藉那

叫復活的靈傳道給挪亞時代的不信者」（3:18-20），「洗禮只求在神前有無虧的良心」

（3:21），「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」（4:17-19），「魔鬼是吼叫的獅子」（5:8），等等。 

 

    彼得後書的作者是否是彼得本人，聖經學者的意見分歧，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書正式被列

為經典為時甚晚，直遲到主後 397 年迦太基會議之後，而且本書的筆法與前書頗不相同。

但若仔細研究本書的內容，便不能不承認後書確實為彼得所寫，例如︰本書的 1:1 著者自

己承認是使徒彼得所寫，他與受書人的關系頗深（彼後 1:12-13），著者豫知自己行將殉

道（彼後 1:14-15），著者曾在榮光中親自聽見神為基督所作的見証（彼後 1:16-18），本

書的 3:1 說︰「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」，著者與使徒保羅相熟識，且系同輩的同

工（3:15-16），本書有甚多論題或常用字與前書相同。所以我們還是相信後書也是使徒彼

得所寫的。 

 

    按彼得後書 1:14 可知本書約著於彼得殉道前不久，約為主后 66 至 68 年，可能寫於羅

馬。後書也是寫給和前書同樣的收信者。使徒彼得豫知自己將殉道（彼後 1:14; 約

21:18），又知道教會中必有假師博出來敗壞信徒的信心（彼後 2:1），特別是有關主再來

的應許和將來審判的道理（彼後 3:3-7），將會受到異端的擾亂和毀謗；因而他極力勸勉

信徒在信德上追求長進（彼後 1:5-8），好在自己去世之后，信徒仍可以常常記念也的教

訓（1:15）。另一方面，使徒也詳細地列舉那些假師傅的行事和危險，促使信徒謹慎提

防；同時又警告那些膽大任性，以敬虔為得利門路，知福音道理而故意背棄的人，必不能

逃避神公義的審判和刑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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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書有許多經節與猶太書相似，因而有人以為本書常引用猶大書，其實剛剛相反；因本

書著者彼得是在耶路撒冷陷落之前殉道，即主后七十年之前，而猶大書是寫在耶路撒冷陷

落之后，主后七十五年至八十年間。並且本書論及假師傅的出現及其陷害人的道理是用將

來式的（彼後 2:3-14），表示是將來出現的；但猶大書勸勉信徒謹記先前的使徒教訓時，

卻引用了本書的 3:3 的話，顯見本書應在猶大書之前，且証明了猶大也承認本書是使徒的

著作。 

   

   

   

      

  

    

  



6   

   

小組討論專題:  喜樂的福音    （組員版） 6/5/2020   

   

1. 上兩個主日的信息中有沒有提到福音嗎？ (彼前 1:1-12)  

   a.甚麼是福音？主要有那四大內容？ 

   b.重生是什麼意思？為何是這麼重要？你有重生嗎？ 

 

2. 如何向自己的父母和家人傳福音？ (湖泊莊，葡萄園) 

   a. 問題為何在？身為晚輩？大環境？自己膽怯？ 

   b. 自己的見證與預備— 

   c. 可以用的方法— 

   d. 請分享成功和失敗的見證。   

 

3. 在國際不和睦中如何向人傳福音？ (安德森)  

   a. 中美關係斷裂之影響— 

   b. 神要我們做和平之子—弗 2:17 

   c. 可以用的方法— 

 

4. 為何傳福音這麼的迫切？ (喜鵲組)  

   a. 沒有太多機會— 

   b. 世界的末期要到—太 24:3-14 

 

5. 大家輪流提出代禱的事項，每個人為左手邊的人所提事項禱告。結束   


